
证券代码：600112   股票简称：天成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9—015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涉案金额：44,635.28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部分诉讼案件执行后将对上市公司

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目前暂无法判断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成控股”）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本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

的累计涉及诉讼（仲裁）实行进行了统计，诉讼（仲裁）金额合计约44,635.28

万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63%。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案件编号 

起 诉

(申请)

方 

应诉(被申请)方 
诉讼（仲

裁）类型 

诉讼(仲裁)涉

及金额 

诉讼(仲裁)

进展情况 

1 （2018）浙

0108 民 初

854 号 

姜晓燕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

公司、北海银河生

物产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贵州长征

天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姚国平、潘

琦、潘勇、刁劲松 

民事诉讼 3,950.00 已执行完毕 

2 （2018）贵

仲字第 0329

雷红英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银

民事仲裁 3,000.00 已执行完毕 



号 河天成集团有限公

司、姚国平、潘勇、

朱洪彬、戴华 

3 （2018）沪

01民初1304

号 

万浩波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5,500.00 正在执行中 

4 （2018）黔

0303 民 初

4063 号 

贵州长

征电力

设备有

限公司 

湖南泽成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16.80 正在执行中 

5 （2018）京

0105 民 初

29904 号 

中安融

金（深

圳）商

业保理

有限公

司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银

河天成集团有限公

司、潘琦 

民事诉讼 2,469.97 

 

 

 

 

 

正在执行中 

6 （2018）黔

0303 民 初

5516 号 

贵州长

征电器

成套有

限公司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神

华宁夏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宁夏新科

长征电仪设备有限

公司 

民事诉讼 287.91 一审已判决 

7 （2018）川

0106 民 初

11872 号 

北海银

河开关

设备有

限公司 

四川宏业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宏

业电力集团有限公

司青羊分公司 

民事诉讼 53.42 已执行完毕 

8 （2018）赣

民初 143 号 

中江国

际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8,000.00 正在执行中 

9 （2018）京

0101 民 初

20664 号 

叶飞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1,635.00 正在执行中 

10 （2018）内

02 民初 238

号 

李振涛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

公司、北海银河生

物产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天成控股 

民事诉讼 6,000.00 正在执行中 

11 （2018）桂

0502 民 初

3721 号 

广西春

茂电气

自动化

工程有

限公司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

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110.72 已执行完毕 



12 （2019）黔

0303 民 初

136 号 

高勤远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2,000.00 正在执行中 

13 （2018）沪

0117 民 初

21821 号 

上海诺

永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

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贵州长征天成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3,393.56 尚未开庭审

理 

  

14 （2018）黔

03 民初 314

号 

遵义长

征产业

投资有

限公司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3,217.90 一审已判决 

15 （2018）粤

03民初4075 

深圳国

投商业

保理有

限公司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北海银河

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5,000.00 尚未开庭审

理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姜晓燕与各被告借款合同纠纷案（（2018）浙0108民初854）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姜晓燕 

被告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贵

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姚国平、潘琦、潘勇、刁劲松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因借款纠纷，姜晓燕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判令被告向

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950万元及利息。 

进展情况：该案已于2018年3月14日达成庭上调解，由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2018）浙0108民初854号，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如下和

解协议： 

（1）被告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姜晓燕本金3950万元及利息，2018

年4月30日前归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2018年5月31日前付清剩余本金及利息； 

（2）被告银河生物、天成控股、姚国平、潘琦、潘勇、刁劲松承担连带责

任； 

（3）原告对被告银河集团持有的银河生物1140万股流通股处分所得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已执行完毕。 

 

（二）雷红英与各被告借款合同纠纷案（（2018）贵仲字第0329号）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雷红英 

被申请人：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姚国

平、潘勇、朱洪彬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

裁决被告天成控股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以及利息。 

进展情况：该案于2018年8月13日由贵阳仲裁委员会出具调解书（（2018）贵

仲调字第0329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如下： 

（1）被告天成控股于2018年8月15日向原告归还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2018

年8月27日以前被告天成控股向原告雷红英归还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 

（2）2018年10月27日以前被告天成控股归还原告雷红英本金人民币1000万

元，并且结清借款的全部利息； 

（3）被告银河集团、姚国平、潘勇、朱洪彬同意协议全部内容，对协议第

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已执行完毕。 

 

（三）万浩波与天成控股借款合同纠纷案（（2018）沪01民初1304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万浩波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借款合同纠纷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500万元及借款利息，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7

年8月12日起至2018年9月7日止为15,494,000元，自2018年9月8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以5,500万元为基数，按2%/月计算）。 



进展情况：该案于2018年9月21日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

沪01民初1304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 

（1）被告应于2018年9月26日之前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5,006,000元，于

2018年9月26日之前向原告支付截至2018年9月20日额与其利息7,494,000元，于

2018年9月26日之前向原告支付律师费50万元，上述三项共计2,300万元； 

（2）被告应于2018年12月20日前向原告归还本金39,994,000元，并支付以

该金额为本金、自2018年9月21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月利2%计算的逾期利息； 

（3）如被告2018年12月26日未支付上述第一项确定的款项2,300万元，则原

告有权就被告未履行金额一并向法院申请执行，所有未付本金按月利2%计算自

2018年9月21日起至实际付款志气的逾期利息。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正在执行中。 

 

（四）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与湖南泽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案（（2018）黔0303民初4063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方：湖南泽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被

告支付货款 168,000 元。 

进展情况：该案于2018年10月26日由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并出具（（2018）黔0303民初40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支付货款168,000

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正在执行中。 

 

（五）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各被告借款合同纠纷案（（2018）

京0105民初29904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潘琦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天成控股向中

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4,699,744.53元、利息以及逾期罚息；天成集团、潘琦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进展情况：该案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并出具（2018）京0105

民初29904号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1）判令被告天成控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4,699,744.53

元，并以24,699,744.5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支付自2018年3月

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息； 

（2）被告银河集团、潘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被告银河集团、潘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成控股追偿； 

（4）驳回原告中安融金（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求。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正在执行中。 

 

（六）贵州长征电器成套有限公司与各被告买卖合同纠纷案（（2018）黔

0303民初5516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贵州长征电器成套有限公司 

被告一：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宁夏新科长征电仪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被

告一、被告二以及第三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879100.40元及资金

占用费。 

进展情况：该案于2018年11月31日由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并出具了（2018）黔0303民初551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天成控股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102494元及资金占用费（从2016年12月31日起至付清



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6%予以计算）。 

 

（七）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与各被告买卖合同纠纷案（（2018）川

0106 民初 11872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一：四川宏业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四川宏业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青羊分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一与

被告二支付尚欠货款 534,21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进展情况：该案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由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并

出具（2018）川 0106 民初 1187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支付 534,210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 534,210 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11

月 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已执行完毕。 

 

（八）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各被告借贷合同纠纷案（（2018）赣民

初143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北海银

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潘琦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请求

法院判令： 

（1）被告天成控股公司向原告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8000万元及利息； 

（2）天成控股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600万元； 



（3）质押的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51000万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4）银河集团、银河生物、潘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进展情况：该案于2018年12月28日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并出具

（（2018）黔民初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1）判决被告天成控股公司向原告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

金8000万元及利息； 

（2）被告天成控股若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中江信托对被告天成控股持有

的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5100万股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 

（3）被告银河集团、银河生物、潘琦对天成控股8000万元的债务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正在执行中。 

 

（九）叶飞与天成控股借款纠纷案（（2018）京0101民初20664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叶飞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因借款纠纷一案诉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1635万元，并支付利息。 

 进展情况：该案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8）京0101民初20664

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1）被告于2019年1月31日前（以法院办理被告持有的贵州长征电气有限公

司2280万元股权的解封时间为准）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15万元、截至2018年9月

30日的利息135万元以及14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的利息； 

（2）被告天成控股于2019年2月18日偿还原告叶飞借款本金135万元； 

（3）若被告天成控股未能按期偿还借款，则需要另行支付利息。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正在执行中。 

 



（十）李振涛与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天成控股借贷纠纷案（（2018）内02民初238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李振涛 

被告方：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贵

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李振涛与被告银河集团、银河生物、天成控股、潘琦、潘勇、

姚国平因借贷纠纷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由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3月6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8）内02财保2号。 

进展情况：双方当事人已自愿达成执行和解，申请撤回对本案的强制执行，

并由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12月28日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2018）内02执273号之一。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12月28日达成了如下执行和解

协议： 

（1）本案执行金额含法院应收取的执行费，于2019年10月23日结清； 

（2）从2019年5月23日开始按月分六期履行，每月23日给付1000万元本金及

相应的利息，2019年10月23日结清所欠的全部本金、利息和执行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正在执行中。 

 

（十一）广西春茂电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与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案（（2018）桂0502民初3721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广西春茂电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方：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

院起诉被告支付货款尾款 1,107,23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进展情况：该案于2019年1月11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

作出判决并出具（2018）桂0502民初37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支付货款



1,107,239元及利息（以1,107,23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8月1日起计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已执行完毕。 

 

（十二）高勤远与天成控股借款合同纠纷案（（2019）黔0303民初136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高勤远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贵州省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诉求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2000万元及利息；判决原告质押给被告的泰永长征股票享有

优先受偿权。 

进展情况：该案由贵州省汇川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9）黔

0303民初136号民事调解书：被告天成控股于2019年1月31日前归还原告高勤远借

款本金2000万元及2018年8月20日至2019年1月20日的利息200万元（2019年1月20

日后的利息按月2%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正在执行中。 

 

（十三）上海诺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天成控股借款纠纷案（（2018）沪 0117 民初 21821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上海诺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一：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借款纠纷一案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诉求判令被告天

成控股、银河生物向原告支付代偿信托款本金人民币3230万元、利息626,877.78

元、罚息8748.41元、违约金100万元，合计金额33,935,626.19元。 

进展情况：尚未开庭审理，将于 2019年 5月 21日开庭审理。 



 

（十四）遵义长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天成控股合同纠纷案（（2018）黔 03

民初 314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遵义长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合同纠纷一案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诉

求判令：1、被告立即交付所置换财产（根据遵开资评字【2010】130号资产评估

报告，评估价款为882.7万元）2、被告返还置换财产的收益2250.7万元及原告为

被告垫付的安置职工费用967.2万元，共计3217.9万元。 

进展情况：该案由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2月 27 日作出一审

判决并出具（2018）黔 03民初 31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十五）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天成控股与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18）粤 03民初 4075）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与第三人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国投保理业务合同》

纠纷一案，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对第三人应支付原

告的保理溢价回购款5000万元、违约金及逾期利息、债权实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进展情况：尚未开庭审理，开庭时间暂定。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部分诉讼案件执行后将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

诉讼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公



司将根据上诉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相关风险提示 

1、部分诉讼案件执行后将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未

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

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2018年报预约披露日期为2019年4月27日。 

3、上述部分诉讼涉及公司违规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或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

的资金占用。相关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6）。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2 日 

 


